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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重要提示 

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，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、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，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

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。 

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

√ 是 □ 否  

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普通股利润分配预案为：以 231,554,667 为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 元（含税），

送红股 0 股（含税），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转增 8 股。 

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二、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简介 

股票简称 华致酒行 股票代码 300755 

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

姓名 张儒平 童方宁 

办公地址 
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大街 15 号嘉禾国信大

厦 CD 座 5 层 

北京市东城区白桥大街15号嘉禾国信大厦

CD 座 5 层 

电话 010-56969898 010-56969898 

电子信箱 dongmiban@vatsliquor.com dongmiban@vatsliquor.com 

2、主要财务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

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

□ 是 √ 否  

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

营业收入（元） 1,891,698,387.43 1,423,473,753.89 32.89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（元） 200,886,278.55 138,165,648.47 45.40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

益后的净利润（元） 
177,367,777.67 129,097,449.32 37.39% 

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（元） -181,376,057.98 -78,246,597.18 -131.80% 

基本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91 0.80 13.75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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稀释每股收益（元/股） 0.91 0.80 13.75% 

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9.20% 11.57% -2.37% 

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
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

减 

总资产（元） 3,510,062,911.06 2,672,517,626.28 31.34%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（元） 2,389,612,144.66 1,348,626,001.38 77.19% 

3、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

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9,764 
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

股股东总数（如有） 
0 

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
持有有限售条件

的股份数量 

质押或冻结情况 

股份状态 数量 

云南融睿高新技

术投资管理有限

公司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47.80% 110,687,500 110,687,500   

西藏融睿投资有

限公司 
境内非国有法人 14.52% 33,623,600 33,623,600   

华泽集团有限公

司 
境内非国有法人 7.64% 17,688,900 17,688,900   

杭州长潘股权投

资合伙企业（有

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3.74% 8,666,000 8,666,000   

中国太平洋人寿

保险股份有限公

司－分红-个人

分红 

其他 1.47% 3,403,185    

张儒平 境内自然人 1.30% 3,000,000 3,000,000   

中国光大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－兴

全商业模式优选

混合型证券投资

基金（LOF） 

其他 0.49% 1,144,368    

共青城银吾投资

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0.45% 1,046,947    

共青城银汐投资

管理合伙企业

（有限合伙） 

境内非国有法人 0.43% 1,004,444    

中国农业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－交

银施罗德品质升

级混合型证券投

资基金 

其他 0.41% 944,400    

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

说明 

云南融睿、西藏融睿、华泽集团系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向东控制的公司，西藏融睿全资子

公司为杭州长潘有限合伙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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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

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。 

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。 

5、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 10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。 

6、公司债券情况 

公司是否存在公开发行并在证券交易所上市，且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未到期或到期未能全额兑付的公司债券 

否 

三、经营情况讨论与分析 

1、报告期经营情况简介 

公司是否需要遵守特殊行业的披露要求 

否 

报告期内，公司在董事会、管理层和全体员工的共同努力下，秉承“精品、保真、服务、创新”的核心理念，紧紧围绕发展战

略及年度经营目标任务，进一步巩固并深化了与国内外知名酒厂及酒商的长期合作关系，完善并优化了覆盖全国的“毛细血

管式”的全渠道营销网络，有效扩大了公司在酒水流通领域国内市场领先的地位。报告期内，公司业绩稳步提升，实现营业

收入189,169.84万元，同比增长32.89%；实现净利润20,455.58万元，同比增长46.44%，其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

20,088.63万元，同比增长45.40%。 

2、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

（1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会计政策、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说明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公司自2019年1月1日起执行财政部2017年修订的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-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3号-

金融资产转移》和《企业会计准则第24号-套期会计》、《企业会计准则第37号-金融工具列报》。 

（2）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

□ 适用 √ 不适用  

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。 

（3）与上一会计期间财务报告相比，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更说明 

√ 适用 □ 不适用  

合并范围减少：北京华致陈香拍卖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5 日注销，无锡酒亿嘉商贸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1 月 4 日注销，

北京友谊华盛商贸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6 月 19 日注销。 

    合并范围增加：本期新设立公司包括醴陵明致商贸有限公司、广州鑫都商贸有限公司、吉林省金喜商贸有限公司、西安

聚樽源酒业有限公司、黑龙江淳厚商贸有限公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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